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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使用说明书
(20220508)

1 单位网上业务的开办

住房公积金单位网上业务系统是由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基于互联网平台开发的业务处理系统。

全市各缴存单位可通过该系统办理住房公积金、补充住房公积金及按月住房补贴登记、缴存、调整、变更

及信息查询等业务。

2 网上业务系统的支持

系统支持 32 位和 64 位 WINDOWS 操作系统，建行 U盾认证用户请使用 IE11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电

子营业执照认证用户可使用 CHROME、FIREFOX、IE、EDGE 等主流浏览器。

3 网上业务系统的登录

进入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网站（www.zfgjj.cn），使用“单位网上服务大厅”登录功能完成天津统一身份

认证后系统自动跳转至公积金中心单位网上业务系统。

4 业务办理时间

业务办理时间为工作日 8：30 至 18:00。

5 汇缴缴存

5.1 汇缴业务

5.1.1 无变化汇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 “公积金”-“汇缴业务”-“无变化汇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

行操作：

（1）进入汇总制单界面点击“快速计算”按钮，系统自动计算本月汇缴金额，点击“保存汇总表”

按钮后完成制单操作。

（2）进入勾稽审核界面确认信息录入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按钮完成审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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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汇缴划款界面确认信息无误的，托收单位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非托收

单位选择缴存管理部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或建行 U盾认证成功后完

成划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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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签订《委托办理住房公积金划款协议书》的单位可通过支票或现金方式进行缴款。单位经办人员点

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缴款管理部，划款请求发送成功后，单位经办人员通过首页“信息查询”中的

“支票（现金）缴存凭证下载”功能打印该笔业务的《支票（现金）缴存凭证》。单位经办人员持《支票

（现金）缴存凭证》前往所选定的管理部对应的建行柜台办理缴款业务。

5.1.2 有变化汇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 “公积金”-“汇缴业务”-“有变化汇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

行操作：

（1）进入汇总制单界面选择本次汇缴业务中涉及清册类型，并在所选的“增加”、“封存”或“补缴”

栏目下录入相应人数及金额。点击“快速计算”系统自动计算本月汇缴金额。制单数据中包含封存业务的，

须手动录入本月汇缴金额，点击“保存汇总表”按钮后完成制单操作。

（2）进入勾稽审核界面，录入或导入清册信息。单位为同一职工办理汇缴增加同时补缴的，应使用

“清册录入”功能在增加清册内录入职工汇缴及补缴信息；单位为外籍职工办理增加、封存及补缴业务的，

只能通过录入方式填写清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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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册录入完成后，审核有误的清册数据会以红色字体置顶显示，单位经办人员可使用清册数据中“编

辑”或“查看”按钮修改清册数据，使用“删除”按钮逐条删除，或使用“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按钮一键

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清册全部录入完成且审核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按钮完成审核操作。

（3）进入汇缴划款界面确认信息无误的，托收单位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非托收

单位选择缴存管理部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或建行 U盾认证成功后完

成划款操作。



5

5.1.3 汇缴划款失败重发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 “公积金”-“汇缴业务”-“汇缴划款失败重发”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

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汇缴划款失败重发界面，系统自动展示当前符合条件的业务明细（不含连续汇缴业务），选

择并点击“重新发起”按钮进入失败重发流程，所有数据均无需录入。

（2）单位经办人员可通过汇总制单、勾稽审核、汇缴划款界面查看该笔业务相关数据，确认无误的

进行划款操作。托收单位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非托收单位选择缴存管理部点击“确认

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或建行 U盾认证成功后完成划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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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连续汇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 “公积金”-“汇缴业务”-“连续汇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

操作：

（1）选择汇缴起始年月及终止年月，汇缴起始年月不能为当前调整年度的首月（七月），终止年月最

多为当前调整年度的最后一个月（六月），起始年月与终止年月之间跨度至少为两个月。

（2）连续汇缴首月支持“增加”、“封存”、“补缴”的清册录入，进入汇总制单界面在所选的“增加”、

“封存”或“补缴”栏目下录入相应人数及金额，连续汇缴首月无变化的可直接点击 “快速计算”系统

自动计算本月汇缴金额。制单数据中包含封存业务的，须手动录入本月汇缴金额，点击“保存汇总表”按

钮后完成制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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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勾稽审核界面，录入或导入清册信息，审核有误的清册数据会以红色字体置顶显示，单位

经办人员可使用清册数据中“编辑”或“查看”按钮修改清册数据，使用“删除”按钮逐条删除，或使用

“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按钮一键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清册全部录入完成且审核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

按钮完成审核操作。系统自动跳转至该笔连续汇缴业务下一月份的汇总制单界面，重复上述操作直至完成

所有月份的汇总制单及勾稽审核。

（4）进入汇缴划款界面确认信息无误的，托收单位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非托收

单位选择缴存管理部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或建行 U盾认证成功后完

成划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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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封存业务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封存业务”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汇总表录入界面录入“封存人数”，点击“保存汇总表”按钮完成制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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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勾稽审核界面，录入或导入清册信息，审核有误的清册数据会以红色字体置顶显示，单位

经办人员可使用清册数据中“编辑”或“查看”按钮修改清册数据，使用“删除”按钮逐条删除，或使用

“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按钮一键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清册全部录入完成且审核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

按钮完成审核操作。

（3）进入封存确认界面点击“确认封存”按钮完成封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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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补缴业务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 “补缴业务”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汇总制单界面分别录入“补缴人数”、“补缴金额”，点击“保存汇总表”按钮后完成制单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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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勾稽审核界面，录入或导入清册信息，审核有误的清册数据会以红色字体置顶显示，单位

经办人员可使用清册数据中“编辑”或“查看”按钮修改清册数据，使用“删除”按钮逐条删除，或使用

“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按钮一键删除全部错误数据。清册全部录入完成且审核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

按钮完成审核操作。

（3）进入补缴划款界面确认信息无误的，托收单位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非托收

单位选择缴存管理部点击“确认划款”按钮并选择认证方式，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或建行 U盾认证成功后完

成划款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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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调整业务

6.1 提高公积金缴存比例

办理 2016、2017 年度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如需提高缴存比例，应在导入或录入调整清册前先通

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办理“提高公积金缴存比例”业务。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提高公积金缴存比例”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提高公积金缴存比例”业务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调整年度并录入申请起始年月、申请截止

年月、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确认办理”按钮完成操作。

6.2 选择缴存比例（2018）

办理 2018 年度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应在导入或录入调整清册前先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办理“选

择缴存比例（2018）”业务。企业单位可在 5%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非企业单位可在 11%

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选择缴存比例（2018）”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选择缴存比例（2018）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申请起始年月、申请截止年月并录入单位缴存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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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确认办理”按钮完成操作。

6.3 选择缴存比例（2019）

办理 2019 年度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应在导入或录入调整清册前先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办理“选

择缴存比例（2019）”业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可在 11%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其他

机构类型单位可在 5%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选择缴存比例（2019）”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选择缴存比例（2019）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申请起始年月、申请截止年月并录入单位缴存比

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确认办理”按钮完成操作。

6.4 选择缴存比例（2020）

办理 2020 年度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应在导入或录入调整清册前先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办理“选

择缴存比例（2020）”业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可在 11%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其他

机构类型单位可在 5%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选择缴存比例（2020）”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选择缴存比例（2020）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申请起始年月、申请截止年月并录入单位缴存比

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确认办理”按钮完成操作。

6.5 选择缴存比例（2021）

办理 2021 年度公积金基数调整的，单位应在导入或录入调整清册前先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办理“选

择缴存比例（2021）”业务。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可在 11%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其他

机构类型单位可在 5%至 12%间选择下一调整年度的缴存比例。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选择缴存比例（2021）”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选择缴存比例（2021）业务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申请起始年月、申请截止年月并录入单位缴

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确认办理”按钮完成操作。



16

6.6 调整业务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调整业务”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汇总制单界面，点击“生成清册”按钮，录入单位缴存比例、个人缴存比例，点击“保存

汇总表”按钮完成制单操作。

（2）进入勾稽审核界面，录入或导入清册信息。审核有误的清册数据会以红色字体置顶显示，单位

经办人员可使用清册数据中“编辑”或“查看”按钮修改清册数据，使用“删除”按钮逐条删除错误数据。

清册全部录入完成且审核无误的，点击“勾稽审核”按钮完成审核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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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调整确认界面，确认信息无误的，点击“确认调整”按钮完成调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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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信息变更

7.1 单位信息变更

7.1.1 单位证照信息变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单位信息变更”-“单位证照信息变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

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单位证照信息变更”业务界面，系统自动显示当前单位公积金缴存登记信息中记载的单

位名称、注册地址、法人姓名及与市场监管委登记信息的比对结果，不一致的为红色字体显示，单位经办

人员选择变更项目，点击“保存变更信息”按钮，系统自动审核录入信息。

（2）系统展示当前待变更项变更前后对比信息，单位经办人员确认无误的点击“确认变更信息”按

钮完成变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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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单位非证照信息变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单位信息变更”-“单位非证照信息变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

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单位非证照信息变更”业务界面，系统自动显示当前单位公积金缴存登记信息中记载的

隶属关系、发薪日期、通讯地址、通讯地址行政区划、通讯地邮政编码、通讯地联系电话、资金来源、经

济类型、所属行业等相关信息。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变更项目且录入完毕后点击“保存变更信息”按钮，系

统自动审核录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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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展示当前待变更项变更前后对比信息，单位经办人员确认无误的点击“确认变更信息”按

钮完成变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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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变更经办人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单位信息变更”-“变更经办人”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

进行操作：

（1）进入“变更经办人”业务界面，单位经办人员根据系统显示当前经办人姓名、证件类型、身份

证号及手机号，录入变更后单位经办人员信息。

（2）录入完毕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变更信息”按钮完成变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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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变更经办人手机号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单位信息变更”-“变更经办人手机号”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

下步骤进行操作：

（1）进入“变更经办人手机号”业务界面，单位经办人员根据系统显示当前经办人手机号，录入变

更后经办人手机号。

（2）录入完毕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变更信息”按钮完成变更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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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个人信息变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个人信息变更”业务界面，选择需要变更的信息，点击“变更”按钮弹出变更信息窗口，录入

身份证号码，点击“保存变更信息”按钮，系统对身份证信息进行核对，核对无误的完成变更操作。

7.3 封存原因变更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公积金”-“封存原因变更”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进入“封存原因变更”业务界面，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待变更职工信息，点击“变更为解除劳动关系封

存”按钮完成变更操作。

8 信息查询

8.1 缴存登记信息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缴存登记信息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系统自动查询并展示结果。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8.2 资金划款进度查询



24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资金划款进度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业务类别并录入受理时间后点击“查询”按钮查看资金划款进度。单位经办人员可点

击“导出”按钮进行导出。

8.3 职工开户情况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职工开户情况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录入新开户职工证件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开户状态。

8.4 单位汇总结息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单位汇总结息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录入结息年度（结息日期所在年度，如查询 2021 年 6 月 30 日结息数据，录入结息年度为 2021），点

击“查询”按钮查看单位汇总结息情况。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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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单位结息明细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单位结息明细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明细类别并录入查询年度，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单位结息明细。单位经办人员可点

击“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8.6 单位人员明细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单位人员明细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缴存状态或选择录入职工证件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单位人员明细。单位经办

人员可点击“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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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减少人员明细查询

单位经办人选择“信息查询”-“减少人员明细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并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减少人员明细。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载”或“导出”按钮

进行下载、导出。

8.8 业务清册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业务清册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业务类别并录入业务日期，点击“查询”按钮查看业务清册信息。单位经办人员可点

击“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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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调整清册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 “调整清册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录入办理日期，点击“查询”按钮查看调整清册信息。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载”或“导

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9 凭证下载

9.1 业务受理凭证下载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业务受理凭证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业务类别并录入业务日期，点击“查询”按钮查看业务受理凭证。单位经办人员可点

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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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单位缴存证明下载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单位缴存证明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单位缴存证明。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9.3 职工还款凭证下载

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以委托单位经办人员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打印还款凭证。

（1）单位经办人员填写《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凭证打印明细表》并由职工本人及单位经办人员

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章。单位经办人员持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明细表到公积金管理部办理打印登记。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凭证打印明细表》可在单位网上业务系统中下载。

（2）单位经办人员在管理部办理完代打职工还款凭证登记后，可直接在系统首页选择“信息查询”-

“职工还款凭证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点击“查询”按钮查看还款凭证信息，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下

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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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职工还款计划下载

使用公积金贷款的职工，可以委托单位经办人员通过单位网上业务系统打印还款计划。

（1）单位经办人员填写《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计划打印明细表》并由职工本人及单位经办人员

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章。单位经办人员持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明细表到公积金管理部办理打印登记。

《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款计划打印明细表》可在单位网上业务系统中下载。

（2）单位经办人员在管理部办理完代打职工还款计划登记后，可直接在系统首页选择“信息查询”-

“职工还款计划下载” 进入业务办理界面，点击“查询”按钮查看还款计划信息，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

“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9.5 支票（现金）缴存凭证下载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信息查询”-“支票（现金）缴存凭证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

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业务类别并录入业务日期，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支票（现金）缴存凭证。单位经办

人员可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30

10 委托协议

10.1 委托划转协议签约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委托划转协议签约”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签约银行，点击“签署协议”按钮查看《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协议》。

（2）单位经办人员确认协议条款无异议后点击“确认签约”按钮完成签约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持《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协议》，到付款账户开户银行办理结算账户有关手续，完成协

议签约业务。具体办理流程及所需要件请咨询开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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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委托划转协议撤销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委托划转协议撤销”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单位经办人员选择预签约信息，点击“撤销”按钮查看预签约信息。

（2）单位经办人员查看预签约信息无误后，点击“撤销签约”按钮完成撤销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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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委托划转协议终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委托划转协议终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1）单位经办人员选择签约信息，点击“终止”按钮查看已签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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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位经办人员查看已签约信息无误后，点击“终止签约”按钮完成终止操作。

付款单位到其签约付款账户开户银行办理《住房公积金委托划转协议》终止业务，具体办理流程及所

需要件请咨询开户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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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委托协议历史查询

单位经办人选择“其他”-“委托协议历史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签约方式并录入签约时间，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委托划转协议业务办理情况。单位经办人员可

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11 模板下载

11.1 导入清册模板下载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导入清册模板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归集类别、业务类别，单位经办人员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11.2 委托代打申请下载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委托代打申请下载”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下载。

12 其他功能

12.1 设置单位查询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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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设置单位查询密码”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录入单位查询密码，点击“设置”按钮完成设置操作。

12.2 公积金代码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公积金代码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录入单位名称、统一信用代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单位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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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职工身份信息维护

单位经办人员可通过天津市住房公积金网上业务办理系统为本单位未通过公安网身份信息核验职工

在线办理身份信息维护业务。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职工身份信息维护”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选择证件类型，录入姓名、证件号码，上传照片，点击“确认”按钮完成维护操作。

12.4 身份信息维护历史查询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身份信息维护历史查询”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审核状态，录入受理日期或录入职工证件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历史记录及

审批结果，审批结果为“通过”的，可直接在汇缴业务中为该职工办理新开户业务。单位经办人员可点击

“下载”或“导出”按钮进行下载、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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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演示视频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演示视频”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点击视频播放。

12.6 单位缴存登记

单位经办人可通过住房公积金官网为单位办理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业务

（1）录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位名称、经办人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点击“下一步”按钮。

（2）进入开户登记界面，录入法人姓名、法人证件类型、法人证件号码、经办人姓名、经办人证件

号码，点击“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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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信息录入界面，录入隶属关系、注册地行政区划、单位性质、经济类型、所属行业、资金

来源、是否具备劳务派遣资质、通讯地址、通讯地行政区划、邮政编码、联系电话、人员类型、发薪日期、

服务管理部，选择录入服务专管员工号，点击“提交”按钮。

（4）系统审核成功后完成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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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登记业务

13.1 补充公积金缴存登记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补充公积金缴存登记”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查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信息，点击“开设单位补充住房公积金账户”按钮，系统

审核成功后完成开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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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按月住房补贴缴存登记

单位经办人员选择“其他”-“按月住房补贴缴存登记”进入业务办理界面，并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单位经办人员查看住房公积金单位缴存登记信息，点击“开设单位按月住房补贴账户”按钮，系统审

核成功后完成开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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